
                                                                                                                              

 

 

 

 

 

 

 

 

 

 

四月二十七日當日，我校舉辦了一年一度的視覺藝術及課程統整展覽。當天，有蓋操場內滿佈內

容豐富及色彩繽紛的展板，而一樓多用途廣場也掛滿了同學們的精心傑作。當日早上有很多嘉賓

到訪我校參觀．他們到禮堂參與了開幕禮及欣賞同學們的表演後，便由我校的小導遊和導賞員帶

領一眾嘉賓參觀校園。為求讓大家更加了解當天的情況，小編輯訪問了其中兩位同學，他們分別

是蕭欣翹同學和陳曈棽同學。 

於當日擔任表演生的蕭欣翹同學認為整個表演十分順利，雖然她在表演的過程中有點緊張，但幸

好最後也有驚無險。而觀眾給予她的掌聲，使她得到無比的成功感，亦給予她很大的鼓勵。我們

也訪問了擔任導賞員的陳曈棽同學，原來這次是她第二次擔任導賞員。她認為在活動中除了可以

和別人分享自己的經歷外，和嘉賓們聊天亦可提升自己的說話技巧，所以她認為這個任務不但不

辛苦，而且還非常有意義，真使她獲益良多！ 

各位同學，學校經常為我們提供機會展示自己的作品，我們一定要好好把握每個機會，把每一份

作品都做到最好！這次的視覺藝術及課程統整展覽能夠成功舉辦，我們除了要感謝同學們主動及

努力地展現自己的才能外，我們更加要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們一直以來悉心的籌備及安排。 

 

 

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一連四天，我校五年級同學一行百多人浩浩蕩蕩地出發到臺灣進行學習交流

活動。同學們在出發前都緊張無比，大家懷着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整裝待發。當我們到達香港國際機

場辦理登機手續後，大約乘坐一小時飛機，便抵達臺灣中正機場了。之後，同學們便乘坐旅遊巴士到

達位於宜蘭的頭城休閒農莊。農莊的空氣清新，環境清幽自然，我們更有機會於農莊內與同學們一起

製作薄餅、以樹葉壓印環保袋及 T-shirt，同學們在製作的過程中都十分投入。晚飯後，大家更有機會

一起放天燈，同學們七手八腳地將自己的祝願寫在天燈上，祈求願望成真。 

第二天吃過早餐後，同學們便開始進行農莊導賞活動。在導賞活動中，同學們有機會跟多種有趣的動

物作近距離的接觸，負責導賞的哥哥姐姐還向我們介紹不用品種的植物，真使我們獲益良多，而且大

家還有機會餵飼山羊，真是感到十分興奮。第三天是我們進行交流活動的大日子，我們在早上便到達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了，今年的交流主題是「低碳生活」。當我們下車時，當地的同學都揮動精

美的海報熱情地迎接我們，海報上還有我們每位同學的名字呢！之後，我們到禮堂欣賞了一場精彩的

科學實驗，老師幽默的演繹使同學們都投入在課堂中。後來，我們分組到不同的課室分享自己蒐集的

資料及作小組討論，我們一起製作腦圖，一起匯報資料，大家無分彼此，在課堂中打成一片。最後，

我校的代表同學以牧童笛獻上苿莉花一曲，大家便依依不捨地離開。之後，我們到了誠品書店購買書

籍，誠品書店地方寬闊，藏書量豐富，店內充滿書卷氣，大部分同學在書店內都有豐富的收穫。 

第四天是交流活動的最後一天，這天，我們到了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參觀。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十分

寬敞，我們有不少同學都被五樓的展區──「奇妙的物理世界」所吸引，因為展區內的實驗很有趣，同

學們很想親身體驗一下。那裏還有一個立體動畫影院，我們只要戴上立體眼鏡，畫面上的動畫就會變

得分外逼真。在此，我們要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及各位家長義工為同學們安排了這個難忘的旅程。 

寶藏 
 

  Plover Treasure 12/7/2013 星期五 一份由學生創辦的校報 

 

 

我校又有喜訊啦！林惠玲校董早前榮獲香港教育學院頒發

榮譽院士銜，藉此表揚林校董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熱愛教

育工作及誨人不倦的態度，為教育工作作終身貢獻。三月二

十二日當日，5A 班和 6E 班的同學都懷着興奮的心情到達香

港教育學院，分享林校董的喜悅，大家都十分期待看見林校

董的一刻，當看見她帶著和藹親切的笑容，身上披上院士袍

步進大禮堂時，我們都感到十分高興。香港教育學院署理校

長鄭燕祥教授在典禮致辭時，向六位傑出領袖致以崇高敬

意，以表揚他們的卓越成就。隨後，我們懷著雀躍的心情跟

林校董拍照留念。在此，我們衷心恭喜林校董榮獲此殊榮，

我們真的以您為傲! 

 

  

 

 

 

 

回味無窮的美國交流 
In the Easter Holiday, some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nt to USA. They joined 

an exchange programme to Southside Elementary School, Huntington, West 

Virginia. They left Hong Kong on the 25th of March and came back on the 

5th April. It took nearly twenty-four hours for them to get to Huntington. 

Although they were tired from the long journey, they were very excited when 

they got there. The local families were happy to see them too.  

Man Tin Wing was one of the students who went on the trip. ‘My host family 

is very nice. They are a big family. When I first met them, they made a lot of 

delicious seafood, pizza and sushi to welcome me.’ He said. 

They were so tired in the first night that they slept through to the morning. 

Their host dad and mum knew they were very tired so they did not wake 

them up early. Because of this, some of the students were even late for 

school! 

After lunch, our students played in a big playground outside the school. They 

played tag, hide and seek and many different games there. They all said they 

had a lot of fun.Our students had to attend school with the local students as 

well and the classrooms had a great atmosphere at all times.It was a 

meaningful trip.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it, you can join the trip next year. It 

will surely give you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走進台灣學習「低碳生活」 

Exciting 

Exchange 

Programme 



 
 

 

我校在四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九日舉辦了科技周，讓同學能在歡樂的

氣氛下認識更多的科學知識。五年級同學製作了潛望鏡，當中運用

了鏡片折射的原理；六年級的同學則製作了風力車，從中展示了風

能源如何轉換成可使用能源的過程。除了各個年級不同的小製作

外，在小息時亦有多個攤位活動讓同學參加。同學們參加每一個科

學小遊戲後，都能獲得蓋印一個，集齊印章便可以換取神秘小禮物

一份。當日，我們訪問了 6E 班的李川萱同學，她認為科學周的活

動不但有趣，而且還能激發同學們的創意，同學們在活動中學習到

不少科學知識。老師們在籌備的過程中花費了不少時間，但看見同

學們的投入參與都感到是十分值得的！ 

 

 

 

 

 

 

 

 

 

 

 

難忘教育營 

求真奇趣科學科技日 

三月十九日是我校六年級同學小小水運會的大日子，六年級同

學都非常興奮，而參與比賽的同學則感到無比緊張。我們小編

輯就訪問了 6C 班羅卓彥同學，他是 50 米自由式游泳比賽的參

賽者。他表示和其他參賽者一樣，自己在比賽前都感到既緊張

又興奮，而且亦非常期待比賽的開始。我們也訪問了 50 米自由

泳比賽的亞軍得獎者 6E 班黃凱宏同學，原來當他知道自己獲得

亞軍時，就感到非常興奮。總括而言，同學們都十分滿意這次

小小水運會，而校長就表示他對水運會的感受深切，因為小小

水運會是校長和老師一起構想出來的。校長認為我校應該可以

更好地善用游泳館，所以便舉辦了班際水運會。他覺得整體的

氣氛良好，更希望將來參賽同學可以聽到坐在觀眾席上為他們

打氣的同學的吶喊聲。希望同學可以在明年的小小水運會中再

接再厲，加油! 

 

五月十日早上，我校游泳隊的成員滿懷自信地到了大埔游

泳池進行校際游泳比賽。當天雖然下著微雨，但依然無損

參賽者的鬥志，大家都用心盡力地參賽，結果獲得了很多

佳績，大家都因此而感到十分興奮及鼓舞。 

黃志文老師表示，當天的氣氛非常熱鬧，他亦十分期待下

一年的比賽，更希望同學們在今次比賽中多作反思，在未

來的日子可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術，令個人的游泳技術可以

更上一層樓。最後，同學們很感謝各位老師安排這次比賽，

讓大家有機會跟不同學校的朋友互相切磋。 

 

視藝日營樂繽紛 

 

志同道合的同學們一同放聲高歌 

 

 我們一起在烏溪沙青年宿舍留影 

悠揚樂韻 SING 聲星 音樂日

營 
 

三月十五日至十六日是我校舉辦音樂營的日子。一眾參加同

學興高采烈地到達烏溪沙青年宿舍後，便急不及待地衝上自

己的房間放下行李和換上便服。同學們首先在營地開始玩集

體遊戲──「護送竹枝」和「越過障礙」。這些遊戲不但可以

訓練同學的團隊精神，還提升了彼此的默契，真是十分有意

義！我們小編輯就是次活動訪問了參與音樂營的楊綺雯同

學，她表示雖然練習的過程有點辛苦，但是可以和同學們一

同練習唱歌，就感到非常開心和富有滿足感。 

第二天早上，當同學們做過「音樂操」後，便到飯堂享用豐

富的早餐。之後，終於來到整個音樂營中的重頭戲──「夾

Band」。我校四個音樂團體──合唱團、管弦樂團、中樂團和

手鐘隊一起合作演奏，隨著方 Sir 的指揮下，同學們譜出一

首又一首動人的樂曲。「夾 Band」完畢後，就是同學們的

自由活動時間，每位同學都玩得樂而忘返。大家都非常享受

今次的音樂活動，真期待下一年的音樂營呢！ 

三月二十三日當日，部分高年級同學參加了由我

校視藝科老師負責的視藝日營。同學們在視藝日

營中創作了以「海‧情尋」為主題的立體作品。他

們會利用不同的物料創作海洋生物模型。原來同

學們在創作前需要預先設計構圖，然後才可以動

手選取合適的物料，令作品變得更加生動及吸

引。而「陸‧情尋」是視藝日營的另一個主題，老

師會派發每組同學一張大畫紙，每組同學要畫出

林村河其中一段景色，最後，老師會將所有作品

合併在一起，成為一幅巨型畫作。同學們表示在

是次視藝日營中學到了很多從未嘗試過的畫 

法及創作技巧，真的令他們獲益良多。 

 

 

 

 

四月八日，六年級同學期待已久的教育營終於到

了！在乘坐旅遊巴前往營地的途中，同學們已按捺

不住興奮的心情，旅遊巴上不時傳出喜悅的笑聲。

當同學們到達營地後，大家已迫不及待地衝上自己

的房間換上便服，接著就如同箭一般衝出房間去。

營地的活動五花八門，當中最受同學們歡迎的就是

攀石和繩網！即使同學們在活動中出了一身汗或

是做了蚊子的「晚餐」，大家依然玩得十分投入，

毫無倦意！到了晚會的時間，同學們都在遊戲中學

習到不少道理，他們明白到溝通不但是合作的橋

梁，也是相處的「法寶」，只有多溝通，才能促使

大家團結一心。 

第二天，同學們參加一個名為「有緣相聚和睦共

處」的活動。在活動中，大家要和組員合作完成一

些任務，同學們在活動中不但學會了與人合作的技

巧，更明白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吃過飯後，大家

便分批參與了鬥智鬥力的野外定向活動，大家都玩

得十分投入。晚上就是精彩的天才表演了。當晚，

有的同學一展口喉，有的同學勁歌熱舞，更有的同

學表演話劇，從多姿多彩的表演中，可見同學們的

確下了不少苦功，希望為大家留下一個難忘的回

憶。各位老師，謝謝您們在教育營中對同學們的悉

心照顧和安排！ 

 

 

 

下雨天並沒有影響同學興奮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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